
臺灣民間宗教臺灣民間宗教 第十六課第十六課……

台灣民間信仰的認識與對應台灣民間信仰的認識與對應

播映操作小技術：滑鼠 click 各位置

目前播映片號 / 總片數 音量、全螢幕

目前時間 / 總播映時間暫停 課程綱要，可指定播映片號內容前後換片、暫停目前時間 / 總播映時間暫停 課程綱要，可指定播映片號內容前後換片、暫停

請按 開始播放

第八章第八章 台灣台灣民間信仰的認識與對應民間信仰的認識與對應

引言：

每一個社會結構均具類似金字塔形態的組織，

頂端小，底層大 – 頂端的一層稱領導層，

中間稱知識階級，最底的稱社會民眾。

常
民

中間的知識份子有時可能是領導層，

但是又常帶有基層民眾的特質，這個具有

基層 眾特質 中間和基層 眾綜合起來稱「常民基層民眾特質的中間和基層民眾綜合起來稱「常民」，

一般稱「民間信仰」即指「常民」 的宗教信仰。

傳統的學 研 社會的 化 教過去傳統的學者研究一個社會的文化和宗教，

僅注意上層社會， 往往忽略了「常民」的生活習俗。

在史學的範疇裏 重視政治史過於社會史在史學的範疇裏，重視政治史過於社會史

在文化的探討上，重視繪畫過於民間的技藝

事實上探討民間宗教信仰是了解 一個民族文化的重要關鍵。事實上探討民間宗教信仰是了解 一個民族文化的重要關鍵。

一、台灣民間信仰之特徵

(一) 民間信仰是一種蔓延、無組織的宗教，

是一個民族的傳統舊慣習俗。

沒有特定的經典、教義或組織體系

蔓延在社會的每一個角落，

擴展到每 個 層擴展到每一個生活層面，

是一個社會文化的特徵

無法受約束於「監督寺廟條例 或「宗教保護法無法受約束於「監督寺廟條例」或「宗教保護法」

(二) 民間信仰是由原始泛靈信仰，

逐漸發展成為多神信仰。

英國人類學家 Edward B. Tylor
主張泛靈信仰是人類宗教最根本的性質

發現在土著原始的社會中

「 自然具有很深固的「超自然靈體」的信念

「超自然靈體」這種信念

是相信這種「靈體」會直接影響或管理

此物質世界的現象、及人類的生與死後的生活

同時與人類有了互動的行為同時與人類有了互動的行為，

而產生喜怒的情感

這種信仰因社會進步 文化發展這種信仰因社會進步，文化發展，

逐漸演變為鬼魂信仰，

相信人自身的變化 如做夢 暈厥 癲癇 死亡相信人自身的變化，如做夢、暈厥、癲癇、死亡，

是因為人有「另一個自我」或「複身」。

人死後，這個複身便具有人死後，這個複身便具有

超自然靈力，影響人類的生活，

因此產生鬼魂的祭祀、因此產生鬼魂的祭祀

祖靈的崇拜以致偉人崇拜。

台灣民間信仰亦有這種進化軌跡，台灣民間信仰亦有這種進化軌跡

由泛靈信仰演變為多神信仰。



(三) 民間信仰受中國三個比較進步的宗教

儒、道、佛的影響，具有中國文化的特質。

華人的歷史經歷過兵荒馬亂、民不聊生的階段，只要能助予

祈安求福 超脫現世苦難的宗教信仰均能被接受祈安求福，超脫現世苦難的宗教信仰均能被接受，

並融化為他自己的一部份。

儒教是儒家之道德思想倫理化之宗教，儒教是儒家之道德思想倫理化之宗教

特點在於強調孝道的實踐。

對古代遺傳下來的祖靈的祭祀，賦於倫理的新釋，

使中國人的祖先崇拜形成民間信仰的核心。

台灣的道教係屬中國南方「正乙派」

或稱「天師派 比較偏向巫術行為或稱「天師派」，比較偏向巫術行為，

即透過神媒的作法，可以使人間的陽界

和陰間的靈界搭上一座橋，和陰間的靈界搭上一座橋，

人能與鬼神溝通，

進一步用符篆咒語、驅邪趕鬼，進 步用符篆咒語 驅邪趕鬼，

達到祈安求福、長壽富貴之目的。

佛教對民間信仰最深的影響佛教對民間信仰最深的影響

是六道輪迴的因果報應之觀念 –
人死後按照生前善惡之業，人死後按照生前善惡之業

於六道之間輪迴不絕。

因此強調自修功德，強調自修功德

以免投胎轉世或輪為牲畜餓鬼。

「勸人為善」形成民間信仰很重要的特色，勸人為善」形成民間信仰很重要的特色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無報是時未到。

(四) 民間信仰是以人為中心，在神明社會，建立裙帶關係，

求得現世的利益之「交替神論」。

民間對神明的祭祀就像交朋友一樣，

朋友愈多 社會交際愈廣朋友愈多，社會交際愈廣

神明世界猶如人間世界，

有最高掌大權的中央主祀神玉皇大帝有最高掌大權的中央主祀神玉皇大帝，

底下有管 轄天、地、水三界的司令官三官大帝，

再下有各部部長：媽祖管交通部、關公管商業部、再下有各部部長：媽祖管交通部、關公管商業部、

土地公管農業部、文昌帝君管教育部、註生娘娘管出生

信眾會按著自己的行業，選擇自己所心儀的對象祭拜，信眾會按著自己的行業 選擇自己所心儀的對象祭拜

祭祀的對象越多，所結的善緣越廣

台灣民間信仰，神明的社會即是現世社會的投射，台灣民間信仰 神明的社會即是現世社會的投射

其敬神的態度正如德國宗教史學者 Max Millet 所稱的

「三心兩意， 換來換去」之心態，三心兩意 換來換去」之心態

只要對象靈驗，任何神祇都可以換來換去、互相交替。

(五) 民間信仰之鬼神均具有人格之特徵，

德國哲學家 Rudolf Otto 《 The Idea of the Holy》
論及人類因無法領悟「神聖」的本質，只好把它人格化。

民間信仰對於所祭祀的神明，無論山川河澤、

飛禽走獸、草木石頭， 一律賦予人格化：

1 他們有如家中長輩的尊稱 爺 娘1. 他們有如家中長輩的尊稱：祖、爺、公、媽、母、娘，

或古代政治上權威者：皇、帝、君、尊、后等

2 有塑像或畫像的形體 像孔廟裏祭拜古代聖賢2. 有塑像或畫像的形體，像孔廟裏祭拜古代聖賢，

僅用一塊木板代表神位，很難普遍被基層民眾接納

3 也有食慾，信眾常用「三牲 或「五牲 之祭品供奉3. 也有食慾，信眾常用「三牲」或「五牲」之祭品供奉

4. 聽懂人語，但受語系的限制…
5 有生日，每個廟宇主祀神的生日，有熱鬧的慶典、祭拜活動5. 有生日 每個廟宇主祀神的生日，有熱鬧的慶典 祭拜活動

6. 為他們配婚，土地公有土地婆，城隍爺有城隍夫人

7. 需要金錢，在神明的社會，貨幣分成兩大類：需要金錢 在神明的社會 貨幣分成兩大類

金紙是神明、銀紙為鬼魂亡靈所用，界線分明不可混為使用



二、台灣民間信仰之宗教功能

理論上 宗教在人類社會中具備了三種功能理論上，宗教在人類社會中具備了三種功能… 

1. 生存的功能：人類求生存的過程中，面臨

天災 疾病 人禍 傷亡等之困境與挫折時天災、疾病、人禍、傷亡等之困境與挫折時，

宗教信仰能適時時給予人類某種助力，

使其獲得信心 而奮鬥活下去使其獲得信心、而奮鬥活下去。

2. 整合的功能：人類具有社會性，喜歡群集而居，

宗教的存在發揮了整合群體宗教的存在發揮了整合群體、

鞏固社會規範之功能。

3 認知的功能 隨著人類社會文化的進步3. 認知的功能：隨著人類社會文化的進步

與知識普遍，宗教的生存、整合功能，

就逐漸因科學技術的發達就逐漸因科學技術的發達，

以及社會制度與法律的完備減退其重要性；

宗教信仰提供給人類對生命價值的肯定宗教信仰提供給人類對生命價值的肯定

和完美的人生目標之追逐。

一般正常發展的社會，成熟的宗教理當提供信眾

有 完美生命指標信仰體系 提高生活的素質有一完美生命指標信仰體系，提高生活的素質。

然而台灣民間信仰的本質卻未必具備這功能，

在社會發展與變遷的過程中，往往帶來許多反面的功能，在社會發展與變遷的過程中，往往帶來許多反面的功能，

尤其在「大家樂」 的狂飆之下，

台灣民間信仰具有「助紂為虐」之反作用。台灣民間信仰具有 助紂為虐」之反作用

茲將其宗教現象從三個層面論之：

(一) 政治層面：( ) 政治層面：

台灣為一邊疆移民社會，先民渡海來台，冒風浪之險，

抵台灣後又面對蠻荒之氣、瘟疫、水土不服、抵台灣後又面對蠻荒之氣 瘟疫 水土不服

蕃漢之爭等生命威脅。

祭壇的設立、寺廟的建造及宗教信仰之追求，祭壇的設 寺廟的建造及宗教信仰之追求

均具有安撫恐懼心理，滿足祈安求福的慾望。

在移民、 聚落、社會發展的過程中，

民間信仰已深入且普遍滲透在每一個生活的層面。

從政治組織而言，每一寺廟的建立就有一個「祭祀圈」的發展，

移民來自 同地區 自然攜帶 同的故鄉保護神移民來自不同地區，自然攜帶不同的故鄉保護神，

這些寺廟的宗教活動無形中變成同鄉會組織的核心。

「祭 就是以主祀神為經 宗教活動為緯「祭祀圈」就是以主祀神為經、宗教活動為緯，

所建立的地域性社會組織，日後在地方上

發展為強而有力的自主社會群體發展為強而有力的自主社會群體。

歷代統治中國的帝王利用民間宗教團體，

做為安撫治理地方安定的政治手腕做為安撫治理地方安定的政治手腕

清朝政府治理台灣，第一件要事就是設立鄭成功之祠廟，

供奉香火 安撫民心供奉香火，安撫民心

日本帝國佔據台灣，把捨生取義的吳鳳，立廟入祠

訪遍台灣古廟沒有一個不掛古代帝王所賜之匾額，訪遍台灣古廟沒有 個不掛古代帝王所賜之匾額，

褒揚其神力無邊、恩被廣眾

台灣地方自治的參政者亦不例外，在競選期間，宣傳單上台灣地方自治的參政者亦不例外 在競選期間 宣傳單上

職銜的排列， 必有某某宮、某某廟管理委員之頭銜

(二) 經濟層面

石油危機出現的前幾年，台灣的經濟起飛，

確實使許多貧困中的基層民眾，一夜之間變成暴發戶。

理性的宗教信仰應當輔導民眾 將巨富的經濟財力理性的宗教信仰應當輔導民眾，將巨富的經濟財力

貢獻於地方建設、教育與社會福利之投資。

但是民間信仰的祭祀行為往往造成莫須有的浪費，但是民間信仰的祭祀行為往往造成莫須有的浪費，

如拜斗法會、進香、做醮，金錢的浪費、

物質耗損，產生社會的「生態反饋循環」。物質耗損，產生社會的 生態反饋循環」。

謝繼昌博士曾在南投縣埔里籃城村做一項田野調查，

一百年前漢人到籃城村拓荒時，水壩常常滲水一百年前漢人到籃城村拓荒時，水壩常常滲水…
山胞常把水引到圳埠頭摧毀，無法蓄水。

拓荒者往彰化恭迎南門媽，進境巡繞，就不再滲水，拓荒者往彰化恭迎南門媽，進境巡繞，就不再滲水，

因為山胞噤若寒蟬，不敢來破壞圳頭。

按理他們累積下來的資金應該從事於開鑿水井、改善水利設施，按理他們累積下來的資金應該從事於開鑿水井 改善水利設施

他們卻把這些資金浪費在拜拜的行為上，產生反饋循環。



民國七十一年三月 南投縣水里國民小學的學童，

對村民作 項「燒燬金錢 抽樣調查對村民作了一項「燒燬金錢」抽樣調查，

發現在該地區一年有廿四次拜拜，

百戶的家庭全年的祭品一百戶的家庭全年的祭品

要花費新台弊八十八萬元

以全台灣地區來論，全省一年拜拜的花費，以全台灣地區來論，全省一年拜拜的花費，

可建設一條高速公路

台灣民間信仰不但未能遏止這種浪費之風，台灣民間信仰不但未能遏止這種浪費之風，

反而助長「大家樂」耗財的惡習。

多少美滿家庭破裂，多少珍貴的生命因爭利被刺殺而亡，多少美滿家庭破裂，多少珍貴的生命因爭利被刺殺而亡，

多少行業的工作被荒廢擱置，多少時間與金錢被浪費。

沒有一個「大家樂」賭博行為沒有 個 大家樂」賭博行為

與廟宇、 神壇、乩童、籤詩不發生關係。

報載「小廟籤詩傳靈驗，各地賭徒蜂擁而來，報載 小廟籤詩傳靈驗 地賭徒蜂擁而來

路段被堵得水洩不通。」即為一例。

(三) 社會層面

台灣社會原以農業為基礎，

農業社會家庭結構較為結實，

在家庭中 有較高 安 感 內聚個人在家庭中具有較高的安全感和內聚力

現代化的台灣社會已由農業轉向工業，

人口由農村移向都會人口由農村移向都會，

家庭的組織由宗族性大家庭走向核心的小家庭

職業的結構改變，職業的結構改變，

使許多家庭主婦走出廚房，走進職場

在社會與家庭原有傳統角色的轉移產生混亂與困惑，在社會與家庭原有傳統角色的轉移產生混亂與困惑，

導致許多人對生命的意義和價值迷失，

人與人之間產生了疏離感、混亂、困惑，人與人之間產生了疏離感、混亂、困惑，

鑰匙兒的孤單、老年人的寂寞、離婚率的提升，

一再地證明所羅門王的箴言：再地證明所羅門王的箴言

「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 (傳一2)

法國社會學家 Durkheim
在「論疏離」一篇文章中曾經為

「疏離感」下了這樣的定義：

「疏離感是因為人對其所生活的社會「疏離感是因為人對其所生活的社會

自覺無力感、無希望、無規範、無根、無意義，

所造成的 種畸型心態 在這種心理狀態下所造成的一種畸型心態，在這種心理狀態下，

人逐漸與社會產生分離，不關心這社會。」

台灣民間信仰除了能提供魑魅魍魎鬼魂故事之外台灣民間信仰除了能提供魑魅魍魎鬼魂故事之外，

無法提供正確的人生指標。

一個社會對物質追求越激烈，心靈越乾渴，一個社會對物質追求越激烈，心靈越乾渴，

幽靈世界的神明便應運而生

台灣社會盛行著許多算命、占卜、看風水、台灣社會盛行著許多算命 占卜 看風水

招鬼、怪力亂神、妖言惑眾的迷信充斥坊間，

這種宗教現象與這種宗教現象與

傳統的民間宗教信仰有著密切的關係

三、基督徒對台灣民間信仰之應對

(一) 應當以客觀的態度去觀察，

了解民間信仰的特性及其價值。

民間宗教是中國文化體系的 部份民間宗教是中國文化體系的一部份，

它的存在必然有其歷史文化的淵源與背景，

它的功能 定有其社會與心理的因素它的功能一定有其社會與心理的因素

而且宗教在中國人的生活只佔小部份的地位，

不像基督教支配一個人全部的生活不像基督教支配 個人全部的生活

台灣民間信仰有正面的功能，滿足了基層民眾許多心理的需求，

但另一方面被它所產生反功能互相抵消。但另一方面被它所產生反功能互相抵消。

要了解本地宗教的盛行，不僅要探討它「外顯的功能」，

即被研究者本身感受的功能即被研究者本身感受的功能

還要進一步深入分析其「內含功能」 ，

即客觀的研究、分析、 整合整個社會的即客觀的研究 分析 整合整個社會的

歷史文化背景、及其社會結構背後的功能



(二) 應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關懷基層民眾心靈的需要。

病耶穌在加利利的地域，走遍各城各鄉，傳福音、醫病、教訓人。

他看見許多人，就憐憫他們。(太九35~38)

如果羊沒有牧人的引導如果羊沒有牧人的引導：

1. 心靈得不著滿足，找不著青草地、可安歇的水邊

2 靈魂不會甦醒，常常迷迷糊糊，不知生命由何而來，2. 靈魂不會甦醒，常常迷迷糊糊，不知生命由何而來，

該往何處。人生沒有方向，沒有目標

3 在人生的歷練中遭遇危險、病痛、 死亡的陷阱，3. 在人生的歷練中遭遇危險 病痛 死亡的陷阱，

得不著盼望、安慰和力量

基督徒若有負擔，應以積極的態度，深入他們的基督徒若有負擔 應以積極的態度 深入他們的

生活圈，跟他們做朋友，了解他們的困境。

一貫道在台灣如此風迷昌盛，其關鍵在於他們的信徒貫道在台灣如此風迷昌盛 其關鍵在於他們的信徒

對於現世社會深入地接觸，知道在這種急速變遷的社會中，

人心惶惶不安，他們的信仰便乘虛而入。惶惶不安 們的 仰 乘虛

他們的宣教方式值得我們從事宣教工作者反省。

(三) 努力探討民間信仰的內容，尋找傳福音的接觸點。

使徒保羅 雅典城徒十七22~31 使徒保羅來到亞該亞省的雅典城，

發現這個城市佈滿偶像，民眾對鬼神的祭拜非常虔敬。

就向他們傳福音，談到他在城裏所觀察到的宗教現象，就向他們傳福音，談到他在城裏所觀察到的宗教現象，

作為福音的接觸點。保羅說：「我看見你們凡事

很敬畏鬼神，連那些未識之神、不認識的神也在拜。」畏 神 那 未識之神 識 神 在拜 」

表示他們的信仰有空缺， 這個空缺提供保羅向民眾

傳道的「福音橋」。保羅所強調的是「不認識」

而不是「敬拜」，於是告訴他們這位真神，

就是創造宇宙和其中萬物的、就是天地的主。

中華民族原本是一個敬「天」的民族，

「天生地養」的宗教信念，是向華人介紹

創造天地萬物的主很順理成章的接觸點。

尤其華人的宗教觀充滿了許多象徵的符號，

基督徒若能細心的研討，均可運用作為傳福音的媒介。

(四) 要認識傳福音是一場屬靈的爭戰。

對象不是有肉軀血氣的人 乃是屬靈氣的惡魔對象不是有肉軀血氣的人，乃是屬靈氣的惡魔

基督徒要學會靠著聖靈的引導扶持，從事一場屬靈的爭戰

若用屬靈眼光 細心的觀察台灣民間信仰的宗教儀式若用屬靈眼光，細心的觀察台灣民間信仰的宗教儀式，

如觀落陰、跳乩童，其背後有一股邪惡的力量控制著，

雖然人類學 心理學的學者可以解釋為雖然人類學、心理學的學者可以解釋為

一種人格分離的心理現象

然而其靈驗的宗教現象很容易迷惑人心，然而其靈驗的宗教現象很容易迷惑人心，

令人信以為真，以致常有騙財、失身、喪命的悲劇發生

因此傳福音若不用膝蓋的功夫，用禱告的力量對付，因此傳福音若不用膝蓋的功夫，用禱告的力量對付，

很難贏得人心歸信主耶穌。

「不是倚靠學問，不是倚靠口才，不是倚靠學問，不是倚靠口才，

乃是倚靠耶和華的靈方能成事。」

基督徒千萬不要以為有了豐富的宗教知識，基督徒千萬不要以為有了豐富的宗教知識

就可以如意地發展宣教工作。

結論：

基督徒面對著急速變遷的社會 應該有 種屬靈的透視力基督徒面對著急速變遷的社會，應該有一種屬靈的透視力，

舊傳統與新世紀交接的過程，許多心靈必然經歷失學、失業、

家庭破碎 生活重擔的折磨 要勇敢地活下去並非容易家庭破碎、生活重擔的折磨，要勇敢地活下去並非容易。

基督徒本身應該重視自身的靈修生活，

增進對生命的主 – 耶穌基督的信心，增進對生命的主 – 耶穌基督的信心，

強化生命力，勇於接受現實環境的

挫折與打擊，體認生命價值之珍貴，挫折與打擊 體認生命價值之珍貴

進一步協助周遭同樣經歷的心靈。

耶穌說：「你們就是這些事的見証。」(路廿四48)耶穌 們 是這 事 見証 」(路廿 )

基督徒應該積極參與社會人群的服務與關懷，流露

基督捨己愛人的精神，如醫療傳道、家庭協談、基督捨己愛人的精神 如醫療傳道 家庭協談

籌辦孤兒院、老人院、未婚媽媽之家等社會服務。

建立基督徒人生之完美形象，榮神益人，

基督的信仰才能深入民間！


